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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
打造入摩红利分享利器

4月30日， 银华MSCI中国A股
ETF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银华MSCI中国A股ETF上市交
易， 不仅进一步完善了银华基金被
动产品线， 更有助于满足投资者对
MSCI相关指数的工具型产品的多
样化需求， 为投资者在资产配置方
案中提供更多的灵活选择。 业内人
士认为，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持续扩
大对外开放，中国A股在MSCI全球
基准指数中的纳入因子逐步提高，
投资于大中盘互联互通优质股票的
银华MSCI中国A股ETF有望率先
受益， 成为外资在国内资本市场上
的“风向标”。 经济信息

华夏基金助力创业板
投资再升级

随着指数投资特别是ETF这类
投资工具日益受到投资者青睐，基
金公司ETF产品线也呈现精细化发
展趋势。近日，指数投资龙头华夏基
金就继创业板ETF之后再推创蓝筹
和创成长两只创业板细分ETF。据
悉，这两只产品将于5月6日正式发
售， 分别聚焦创业板中持续稳健经
营的优质蓝筹股和高成长高弹性的
成长股这两类细分投资机会， 致力
于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 精细的创
业板投资工具，助力投资者更全面、
精准地把握创业板投资机遇。

经济信息

4月25日， 在由《上海证券
报》主办的“第十六届金基金”评
选中，融通基金旗下的融通债券
（161603） 获得2018年度金基
金·一年期债券基金奖。

据银河证券数据，融通基金
固定收益部总监王超管理的融
通债券，2018年获得12.20%的

收益率（同期业绩比较基准为
4.74%），在69只普通债券型基金
（可投转债A类） 中位居首位。王
超在去年1季度就看好债券市场
的投资机会， 在配置上提升久
期，配置长久期利率债和高资质
信用债，全年取得优秀的业绩。

经济信息

项目研发参与学生
之一 ———湖南大学硕士
研究生朱炳辉在向记者
展示这款柔性机器人的
气动抓手， 该气动抓手
牢牢地抓起了一瓶矿泉
水。据介绍，该气动抓手
自重只有200克，却可以
抓住重1000克的物品，
而且可以像人手一样灵
活抓取物品。

记者 陈月红 摄

本报4月28日讯“最近，烽
鸟投入了2000辆不同型号新
车， 解决用户出行用车痛点的
问题，更提供200万现金豪礼！
五一节前成功体验预约、 送车
服务，将获时租体验券，希望烽
鸟给武汉人们带来全新的出行

体验！”今日，烽鸟共享汽车武
汉全城启动暨2019品牌升级
发布会在武汉K11� Select举
行，烽鸟共享汽车CEO刘国栋
在发布会上介绍。他还透露，今
年下半年烽鸟将正式进军湖南
市场。 ■记者 胡锐

近日，交通银行在沪主办《交
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第52期报告
暨金融服务民营企业论坛》，交通
银行邀请了多位专家, 共同探讨
如何更好服务民营企业。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
平：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民营经
济金融服务体系的相关思路。所
谓的金融服务民营经济体系，应
该是涵盖银行业、非银机构，还有
很多的中介机构（包括评级公司、
担保公司、征信公司、保险公司的
一系列安排等）有针对性地来加以
支持。 而这个体系背后的支持、指
导、资源投入应该是国家。

交通银行授信管理部副总
经理曹瑾：民营企业是银行非常
重要的客户组成部分，在新的市
场环境下，要把这块业务作为机
遇，同时控制好风险，要做好改
善银行内部机制、 拓宽融资渠
道、腾挪信贷资源、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等几个方面的工作。
交通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高级经理刁红进：解决民营企业
的融资问题，重点要解决小微企
业的融资问题。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
中心副主任杜俊：从金融服务民
营企业来说，可以做好供给侧和
需求侧两块的事情。融资不能仅
仅局限在银行信贷，还包括很多
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方式。
供给侧这一块，担保体系的完善
和积极性的发挥很重要。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助理总经理吴琴伟：上海纾困
基金由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海通证券
作为投资顾问。纾困民营经济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股权、债权
各种手段，政府、金融机构和市
场各方，协同发力。

■蒋浩 潘显璇 经济信息

走进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
城，在湖南大学机器人研究院，
师生们向媒体记者展示了湖南
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前沿成果。
其中现场展示的柔性机器人气
动抓手尤其让大家感兴趣。“这
是一个可以抓鸡蛋、 夹蛋糕的
机器人， 未来或将给上肢残疾

的人带来更多生活上的便利。”
据该项目参与学生之一 ———湖
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朱炳辉介
绍，这款柔性机器人的气动抓
手，自重只有200克，却可以抓
住重1000克的物品，可应用于
食品级的易粉、易碎物品的抓
取。

本报4月28日讯 今日上午，
由吐鲁番市政府、湖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 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联
合举办的2019“湖南人游吐鲁
番”文化旅游推介会暨“湘吐万
里行”自驾游活动启动仪式在长
沙滨江文化园举行。现场，吐鲁番
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针对自驾游
活动推出了四条精品线路， 并发
布2019年针对湖南游客的优惠办

法:全市所有景区点不分散客或团
队，一律7折优惠。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
献春指出，自2017年新一轮援疆以
来，湖南旅游客源援疆工作迈向了
新台阶。2017年湖南荣获“旅游客
源援疆”贡献奖一等奖，在全国19
个援疆省市中排名第一，有力地推
动了吐鲁番旅游经济发展。

此外，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湘

吐万里行”湖南人游吐鲁番自驾游
活动启动仪式。今年，自驾游活动
启动， 必将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
赴吐鲁番游玩， 计划2019年吸引
湖南游客达到60万人次以上，同
期增长50%以上。 吐鲁番对组织
铁路专列、 飞机包团等赴吐鲁番
的湖南旅行社也将在后续出台新
的优惠政策及奖励措施。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曾雪琪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3分钟!一堆棉花就变成了一床被芯
200克小抓手安全抓起1000克易碎物品 “长沙智造”交出高质量发展漂亮答卷

4月28日，由中宣部组
织的中央媒体“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
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
动来到长沙，采访长沙高质
量发展成果。 采访团分别

探访了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长沙高新区及湖南湘江新
区，对长沙在智能制造领域最新业态进行了采访。采访中，一
款款炫酷的“黑科技”令人目不暇接，也让实地调研采访的央
媒记者纷纷为长沙高质量发展点赞。

从一堆棉花材料变成一床
被子要多久?在长沙，这个答案
是3分钟。 在长沙高新区的湖
南梦洁家纺生产车间， 大家见
证了3分钟一床被芯的“长沙速
度”。“这是目前全国行业内唯
一的授牌。” 站在车间门口，梦
洁集团行政总监漆鸿杰指着挂
在工厂门口的“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家纺智能工厂)”牌匾自豪

地向记者们介绍。只见车间里，
一堆堆松散的棉花等材料被传
输进入机械， 经过8道工序，在
大约3分钟的时间，再出来就是
一床洁白的被芯。据介绍，工厂
里这条汇集了全球先进家纺设
备的全智能化被芯生产线，自
2018年3月正式投产后， 被芯
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成本则降
低了20%。

“智慧黑板的功能很多，字
体和背景颜色可以定制， 服务
器中400多万套资源老师随时
调用，且能随时同步在智慧课
桌上，每个学生的学情老师轻
松掌握。” 在岳麓山国家大学
科技城的中南大学科技园（研
发）总部，新云网讲解员张艺
园介绍，而学生可以在智慧课
桌上写作业，不用课本，还能
实时与老师互动，使用过后不

留痕迹， 可以保证数据的安
全。去年9月，湖南成为全国首
个教育信息化2.0试点省份，新
云网结合教育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智慧物联三大技术，打造
出教育资源、智慧课堂、在线
学习、教育管理四个层面的应
用，推动了教育信息化的快速
发展。其中新云网打造的这种
智慧教室， 大大提升了学习效
率和师生互动。

小巧机器人有大能量

智慧黑板受师生欢迎

被芯生产线全智能化

■记者 陈月红

烽鸟共享汽车即将进军湖南

“湘吐万里行”自驾游活动启动
湖南人游吐鲁番景区景点门票一律七折

融通债券荣获2018年度一年期债券基金奖

多方谋划合力服务民企
交行举办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圆桌论坛

实地目睹了长沙高质量发
展的这些成果， 中央主流媒体
记者们纷纷点赞， 其中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记者李艳君表示，
“长沙是一座充满经济活力的城
市，工程机械产业在全国数一数
二，智能制造的发展让生产效率
不断提高，近年来，大力推动新
旧动能转换， 优化营商环境，使

城市更具创造力和吸引力。”
据悉， 截至目前长沙国家级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和专项项目数
量达到27个， 总数居全国省会城
市第一，430家企业成为市级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企业，3万多家企业
“上云”完成智能制造“点线面”生
态布局，围绕工业4.0与“中国制造
2025”正诞生新的“长沙模式”。

媒体盛赞长沙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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